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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这场比赛没有转播信
号，甚至谢绝了记者采访，属于全封
闭比赛。部分媒体和球迷认为，国足
是因为怕输才这样做。对此，中国足
协特地给出了回应，称封闭比赛是出
于遵守防疫规定和技战术保密两个
原因。“只有通过封闭比赛环境、限定
入场人数，才能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

关防疫工作的要求进行比赛。”足协
相关人员说。

同时，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
强赛仍有4轮未战，同组中还有叙利
亚队这样相对国足来说实力很强的
对手，国足想要保守技战术秘密其实
也很正常。

（李立）

足协回应“怕输球”

5月21日，中国男足以4比1击败上海上
港队，获得本期集训首场热身赛胜利。替补出
场的谭龙为国足打进2球，韦世豪和董学升各
进1球。不过可惜的是，首发出场的洛国富因
伤退场。

这场热身赛，李铁在
首发阵容中排出艾克森和
洛国富的锋线组合，其他
首发球员还有刘殿座、唐
淼、张琳芃、李昂、王燊超、
金敬道、吴曦、池忠国和韦
世豪，张琳芃出任队长。

这个阵容多少有点让
人意外，毕竟在前几天的
训练中，洛国富一直没有
出现在主力阵容中，和艾
克森搭档的基本都是杨
旭，很多人赛前猜测洛国
富会替补出场。

能够得到首发机会，
洛国富自然全力以赴，但
可惜的是开场仅29分钟
他就受伤下场。被换下场

后，洛国富立刻前往医院
接受了检查，结果显示大
腿肌肉后侧拉伤，起码需
要两周时间康复。这样一
来，26日国足与申花队的
比赛，洛国富肯定是无法
上场了。据悉，恒大俱乐
部已经和国足教练组进行
了沟通，洛国富很可能会
退出国足接下来的集训，
返回俱乐部进行康复。

第一次首发登场就伤
退，洛国富沮丧的心情可想
而知。要知道，他非常珍惜
本次入选国足的机会，在此
前的集训中态度十分积极
认真，几乎每天训练完都是
精疲力竭的状态。

洛国富意外受伤

5月21日上港队派出了包括奥
斯卡、胡尔克、艾哈迈多夫和洛佩斯
4名外援在内的主力阵容，显然对这
场比赛很重视。

虽然洛国富因伤退场多少打乱
了李铁考察锋线组合的节奏，但是
从本场的比赛看，国足新锋线的表
现还是有亮点的。

开局阶段，双方打得较为僵
持。不过随着替补洛国富出战的谭
龙上场，局面开始改观。上场3分钟
后，谭龙就用头球攻开上港队球

门。第40分钟，韦世豪小角度破门
将比分改写为2比0。

下半场开场，国足更换了8名球
员。第47分钟，董学升接角球头球
破门，国足以3比0领先。上港队在
第65分钟时由洛佩斯扳回1分。第
73分钟，国足通过反击由谭龙再下
一城，彻底锁定胜局。

国足本场比赛的4个进球全部
由本土球员打进，其中谭龙和董学
升都是替补登场3分钟就为球队进
球，确实起到了奇兵的作用。

锋线表现有亮点

据外媒报道，德国足球职业联盟
近日对德甲联赛换人规则做出微调，
教练可一次性用完5个换人名额。

此前，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FAB）宣布足球比赛中的换人名
额临时从3人增加到5人。此举是
为了降低球员在复赛之后密集赛程
中的受伤风险。

上周末，德甲联赛正式复赛，多
特蒙德对阵沙尔克04的第 76分
钟，沙尔克04球员米兰达换下了卡
利朱里，是球队在常规时间中第4
个被换上的球员，创造历史性时刻。

不过，德国足球职业联盟此前

要求，每支球队每次换人时最多只能
换2人，所以5个换人名额至少需要3
次才能全部用完，这让一些球队的主
帅难以适应。

外媒报道称，上一轮科隆主场
2∶2战平美因茨的比赛中，美因茨主
帅尔罗尔泽在第83分钟同时更换3
名球员，违反了换人规则。

据报道，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委员
会在本周四举行会议，决定对换人规
则进行微调。本周末开始，德甲和德
乙球队允许在比赛中一次性用完全部
5个换人名额，不再限制为每次只能
换2人。 （中新）

德甲联赛微调换人规则：

可以一次性换5人
据外媒报道，西甲联赛将在

6月19日重启，重启首战将是塞
维利亚对阵贝蒂斯的同城德比大
战，官方赛程将在5月28日下发
给各球队。

受疫情影响，西甲联赛在3
月9日进行完第27轮赛事后进
入暂停状态，目前巴萨位列榜首，
中国球员武磊效力的西班牙人队
位列最后一位，距离脱离降级区

有6分差距。
据此前报道，西甲俱乐部在上

周开放了训练设施，本周一开始，各
队可以在限制人数的情况下进行分
组训练。

西甲主席特巴斯在此前曾对重
启话题表示：“我们的情况由卫生部
门决定，我希望能尽快复赛，我们正
在努力让比赛在6月12日恢复。”

(中新网)

西甲也要回归了？

联赛定在6月19日重启

北京时间21日晚，意甲球队
尤文图斯在官网宣布，在新一轮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中，全队均呈
阴性。

公告称，球队的训练计划仍
在进行中，球员正分成小组进行
个人训练，球员间都保持了安全
距离。

据此前报道，尤文后卫鲁加
尼在3月中旬就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而在3月下旬，尤文全员接
受了核酸检测，迪巴拉、鲁加尼

以及马图伊迪的核酸检测结果呈
阳性。

不过，如今他们已经全部康
复，尤文当家球星C罗也返回了球
队训练场，各支意甲球队都恢复了
训练。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甲、意乙
和意丙获准在8月20日前结束，赛
季所有比赛则可以到8月31日结
束，5月28日就将知晓意甲联赛是
在6月13日还是6月20日重启。

(中新网)

尤文全队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前3将曾感染

新华社伦敦5月21日电 英超
曼联俱乐部公布了今年一季度财
报，受联赛停摆影响，“红魔”一季度
亏损超过2000万英镑。

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转播费的
损失。曼联财务总监克里夫·巴蒂
表示，尽管与转播方的讨论仍在进
行，但转播费减少是必然的。同时，

曼联的门票收入也受到巨大影响，俱
乐部已经宣布购买了本赛季剩余主场
比赛球票的球迷可以要求退款。

曼联已在本周恢复了训练。俱乐
部执行副主席伍德沃德表示，自己对
英超联赛将于6月恢复感到“乐观”，
他还希望本赛季所有比赛能在今年8
月结束，以便下赛季能够如期进行。

受联赛停摆影响

曼联一季度亏损超2000万英镑

新华社华盛顿5月21日电 据
美国媒体21日报道，为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美国奥委会与残奥
委会决定削减51个岗位，降低协会
运营成本。

除了裁撤51个岗位，美国奥委
会与残奥委会还通知33名员工临
时休假，这一系列决定将帮助降低
协会20%的经营预算。

“这种人事变动非常巨大，我感
到非常悲伤。但是目前的经济情况
很困难，我们不可能在几周之内解
决这个问题，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来应对。”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莎
拉·赫希兰德说。

据报道，在这些失去工作的员
工和临时休假的员工中，有30多人
被提供了其他的职位，这意味着不

是所有人都要面对失业的窘境，但
算上此前美国奥委会与残奥委会内
部已经有数十人以“买断”形式解
约，疫情造成的裁员规模不小，上次
如此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
金融危机时期。

疫情给美国奥委会与残奥委会
以及下属很多项目协会带来巨大影
响。此前，包括赫希兰德在内的美
国奥委会高管集体降薪，其中赫希
兰德本人今年薪水将降低 20%。
很多下属协会早就开始裁员、降薪，
有的协会甚至已经开始申请破产。
据估计，各协会在今年2月至6月
间损失的收入可能会超过1亿美
元，由于东京奥运会的推迟，各协会
今年从美国奥委会拿到的各种拨款
也将锐减。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美国奥委会与残奥委会减岗裁员

本报讯 北京时间21日，国际
泳联在瑞士洛桑宣布，原定于今年
12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
15届短池（25 米）游泳世锦赛将推
迟至2021年12月13日至18日举
办。至此，国际泳联2020年赛历上
的室内游泳比赛只剩下6站短池世
界杯赛。

国际泳联在声明中表示，鉴于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态
势，出于对运动员健康的考虑以及
遵照阿联酋政府的要求，决定将短
池游泳世锦赛的举办时间改为
2021年12月13日至18日。

在国际泳联宣布推迟第15届
短池游泳世锦赛后不久，欧洲游泳
联盟也宣布将2021年欧洲短池游
泳锦标赛的比赛时间提前一个月，

“将于2021年11月2日至7日在俄
罗斯喀山举行”。欧洲游泳联盟表

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避免欧洲短
池游泳锦标赛与短池游泳世锦赛赛
期撞车。

短池游泳世锦赛每两年举办一
届，只设置游泳比赛。上一届比赛
于2018年在我国杭州举行，中国运
动员夺得了3金5银5铜共13枚奖
牌。第15届短池游泳世锦赛将是
阿联酋第二次举办该项赛事，上一
次是2010年在迪拜举办。短池游
泳世锦赛推迟至2021年举行后，
2020年国际泳联赛历上的室内游
泳比赛目前只剩下6站短池游泳世
界杯赛。这项赛事的首站比赛计划
于今年9月4日至6日在新加坡举
行，此后还将分别在中国济南、俄罗
斯喀山、卡塔尔多哈、德国柏林以及
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比赛计划在
11月1日全部结束。

（李远飞）

国际泳联发表声明

短池游泳世锦赛推迟一年举办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22
日，在因东京奥运会取消言论发生
龃龉之后，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
委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又相继表达了对明年举办东京
奥运会的信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1日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若延期一年举
行的东京奥运会在2021年仍无法
举办，那么将被取消。随后，东京奥
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马上反驳
称，关于明年奥运会无法举行就会
取消的说法，并非是东京奥组委和
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共识，他也不认
为巴赫会取消奥运会。

一天之后，当回答新华社记者
提出的“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
是否就东京奥运会取消的条件达
成共识”时，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通
过电子邮件回复说：“我们的日本
伙伴和日本首相已经明确表示，日
本无法承受将东京奥运会推迟到
明年夏天之后。摆在东京奥组委
和日本整个国家面前的，是一项庞
大的工程。首先，你需要确保奥运
村可以使用，因为它是奥运会的核
心。全部竞赛场馆也是如此。数
千人需要继续工作，全部的合作伙
伴、赞助商、各级政府都需要齐心
协力。奥运延期将使得各相关方
作出妥协。”

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发言
人也对明年的赛事表达了信心。

“推迟的奥运会没有现成的模板（可
以遵循），但国际奥委会非常有信
心，所有复杂因素终将被整合在一
起，为我们带来一届出色的奥运
会。”

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
22日告诉新华社记者，东京奥组委
与国际奥委会正“紧密合作”，全力

准备举行东京奥运会。
高谷正哲说：“奥运会新的日期

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使命是为明年
的奥运会准备一个最好的舞台。”

他还说：“东京奥组委与国际奥
委会正紧密合作，国际奥委会为了
在 2021 年举办奥运会也倾注全
力。”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4月底
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也表达过奥
运会明年一旦不能进行就会取消的
观点。对此，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
官武藤敏郎21日解释说：“森喜朗
主席当时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具有
坚强的心态，那就是积极准备奥运
会，争取在2021年成功举办。巴赫
主席其实在很多场合都曾表示过，
距奥运会开幕还有一年多时间，我
们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让奥运
会如期举办。”

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相继表示

有信心成功举办明年东京奥运会

新华社吉隆坡5月22日电 世
界羽联22日发布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而调整的主要赛事的赛历。根
据这份赛历，世界羽联高级别赛事
最早将在8月中旬恢复举行。

根据世界羽联当天公布的一级
和二级比赛赛历，首项比赛将是8
月11日至16日举行的印度海得拉
巴公开赛。随后，原定2月底举行
的陵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计划于8
月25日至30日举行。

并不是所有因疫情被暂停或推
迟的赛事都将改期举行。亚锦赛等
10项赛事取消，4项赛事的日期仍
未确定。

而且，调整后的赛历非常紧凑，
有多项不同级别的赛事将同时举
行。全年最后一项赛事——在广州
举行的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计划比原定时间推迟一周至12月
16日至20日举行。

世界羽联秘书长托马斯·伦德
在世界羽联的声明中表示，这份赛
历将作为羽毛球赛事重启的框架。
现阶段仍无法预料各个国家和地区
将何时取消出入境限制，在确定绝
对安全前，比赛不会恢复举行。

“所有运动员、他们的团队、官
员以及整个羽毛球群体的健康、安
全和福祉依然是我们所最关切的。”
他说。

世界羽联同时表示，正在研究
如何“解冻”世界排名，以避免出现
积分大幅下滑的情况，进而影响整
个排名架构。世界羽联正在考虑调
整运动员强制参赛的规则，以及对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参赛资格的必
要调整。

世界羽联更新赛历

高级别赛事最早8月举行

国足热身赛4比1大胜上港队

洛国富首秀洛国富首秀
即因伤退场即因伤退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洛国富赛前对自己信心满满。 飞铲。


